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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

書，強調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區的全面管治權及監督

權，但一些反對派卻故意曲解「一國兩制」含義，指

白皮書損害香港高度自治。事實上，中央對港的全面

管治權由中國憲法以及基本法明確規範，早已存在。

白皮書的提法只是對中央原有權力的一次整理和釐

清。一些反對派人士過去不斷挑戰中央權力，否定

「一國」原則，以種種似是而非的歪理誤導港人。白

皮書重申中央權力，有助港人全面準確把握「一國兩

制」含義，不但無損本港的高度自治，更有助社會在

法治框架內討論政改。一些反對派人士對於白皮書反

應激烈，恰恰說明白皮書公布非常必要。

白皮書明確指出，在「一國兩制」下，中央擁有對

香港特區的全面管治權，並對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

具有監督權力，引起香港社會的廣泛討論。雖然主流

民意都認同白皮書有助外界認識中央與特區的權力關

係，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但一些反對派人士卻指白

皮書是要擴大中央權力，收緊香港的高度自治。然

而，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由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

白皮書中列出的中央管治權，並非新增內容，在基本

法中早已清楚列明，例如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解

釋權，特區政制發展決定權，特區法律制定監督權，

特區進入緊急狀態決定權，特區主要官員任命權，等

等。

應該看到，隨政改討論的深入，一些反對派人士

不斷提出違反基本法的政改方案，無視「一國」原

則，將香港視作政治實體，以高度自治為名質疑中央

對港權力。如果任由這些人在社會上散播三人成虎的

謠言，不但會將政改討論引入邪路，更會影響「一國

兩制」的落實。中央通過白皮書的形式全面而完整地

闡述中央權力，條分縷析，激濁揚清，避免社會繼續

被反對派誤導，具有強烈的針對性。

白皮書對中央的管治權分為兩個方面：一是中央依

法直接行使管治權；二是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

度自治，中央同時依法行使監督權。香港的高度自治

權唯一來源是中央的授權，高度自治的限度在於中央

授予多少權力。重申中央對港的管治權和監督權，不

但不會損害到香港原有的高度自治權，更有助社會準

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把堅持「一

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

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

和提高香港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相反，如果中

央不明確對港權力，「一國兩制」將不能在正確軌道

上前進，高度自治也將得不到保障。

重申中央權力 無損高度自治
日本對中國將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

檔案申報列入聯合國「世界記憶名

錄」提出抗議，並要求中方撤回申

請，中國外交部明確拒絕日方的無理

要求。將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的相關

資料申報為世界記憶遺產，旨在提醒

世人銘記歷史、珍惜和平，防止反人

道、反人類的戰爭悲劇重演。日本橫

加指責，倒行逆施為侵略歷史翻案，

只能是自暴其醜，不得人心。

世界記憶名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發起的重要活動，收錄具有世界意義

的珍貴文件以及口述歷史的記錄等，

目的在於保存世界多元文化，防止喪

失具有重要價值的人類集體記憶，並

讓這些人類共同遺產在世界範圍內廣

泛傳播。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的罪行

令人髮指，不可忘記，中國將有關歷

史檔案申報為世界記憶名錄，不僅僅

是為了揭露日軍的野蠻暴行，而且是

要引起全人類關注和反思這段慘痛的

歷史，從而更珍惜和愛護世界和平，

其意義與著名的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

申請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不相伯仲。

在中國還原歷史真相、宣揚珍視和

平的正義行動面前，日本再次向全世

界展示歪曲歷史的醜態。奧斯威辛集

中營申請成為世界文化遺產時，當時

的聯邦德國有任何異議嗎？有像今日

的日本政府那麼囂張地抗議嗎？為什

麼戰後的德國能迅速獲得受害國的原

諒，順利融入國際大家庭，而日本至

今仍備受鄰國非議，不能成為「正常

國家」，日本政客實應深刻反省。

扭曲侵略歷史本已讓世界反感，更

荒謬無恥的是，日本還竭力美化戰爭

罪行。今年2月份，日本竟然把臭名

昭著的「神風特攻隊」申請列入世界

記憶遺產名錄。這與參拜靖國神社一

樣，都是把戰爭劊子手美化成「為國

捐軀的英雄」，簡直是顛倒黑白，其

本質是挑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成果和

戰後國際秩序，是赤裸裸地替軍國主

義招魂，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倡導

的世界和平宗旨背道而馳。日本走火

入魔地歪曲歷史，不能認真處理好同

亞洲鄰國關係，日本的前途注定黯然

無光。 （相關新聞刊A11版）

日本無理抗議 自暴其醜
──「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白皮書系列社評之二

各界斥反對派「心中有鬼」
挺白皮書闡明「一國兩制」批反對派不尊重「一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新

聞辦公室前日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明確中央對香港

擁全面管治權，也有監督權，反對派竟聲言

這顯示「『一國兩制』已死」。香港社會各

界人士反駁，中央在基本法頒布25周年、

香港開始邁向普選之際，以白皮書將「一國

兩制」概念、中央和地方關係講清楚是一件

好事。反對派採取激進手段，是「心中有

鬼」，是不尊重「一國」，不希望看到「一

國兩制」成功落實。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
示，白皮書是顯示「一國兩制」成功在港實

踐，並警告外部勢力不要試圖破壞。她認為，2003
年「七一遊行」後，中央發覺香港有很多深層次
矛盾不能紓緩，故開始較關注本港事務，但
不表示本港的高度自治被削弱，中央只是
希望提供協助和支持。

范太：中央重視香港
被問到中央對香港的態度是否轉變，范徐麗泰指
出，中央仍然重視「一國兩制」，希望香港繼續在
平穩基礎上發展經濟，港人同心合力，讓本港
保持國際城市地位，「如果領導人唔緊張『一
國兩制』，根本就唔會出呢本白皮書，你哋

（本港）咪去自生自滅囉！」
被問及反對派質疑白皮書是在打擊「佔中公

投」，范徐麗泰認為與此無關，因此舉不會令投票人
數增多或減少，並批評部分人指稱白皮書是「恐嚇」
港人，其實是試圖令多些人參與投票。

陳永棋：底線不可動搖
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昨日接受本報查詢時指出，

國務院發表白皮書，清楚重申「一國兩制」的既定治
港方針，中央政府早已明確表明，香港不存在「剩餘
權力」，由於特區的自治權是中央賦予，「基本法起
草時已作反覆研究討論，並作明確定調。當年時任基
本法草委李柱銘曾多次爭取『剩餘權力』，但最終
『拍哂板』表明香港沒有『剩餘權力』，這已經商討
多年，他(李柱銘)亦是非常清楚。」
就白皮書表明特首必須愛國愛港的底線要求，陳永棋

強調，香港普選特首，不等同「獨立國家」選領導人，
為此，香港設計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定要認同中央擁有
最後權威，有關愛國愛港的政治底線是不得動搖。
他又說，白皮書發布了7種語言的版本，反映中央

的另一顧慮：外國視香港作為影響中國內政的基地，
為此，中央以多國語言向全世界表明「何為香港『一
國兩制』？」。

譚惠珠：港權力無收窄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昨日在接受電台節目訪

問指出，香港從來沒有主權，主權和管理權肯定只屬
中央。根據基本法，中央授權香港地方事務管理權，

授予多少權力，香港便有多少權力，中國是單一制國
家，不存在「聯邦制」國家中的「剩餘權力」，外界
指「法無禁止即可為」的概念更是完全錯誤。
譚惠珠續說，基本法說明基本法解釋權在全國人
大常委會，行政長官和行政機構直轄港澳辦，基本法
第十七條亦說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制定的
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中央
這些對香港的監督權令香港知道應該做甚麼，所有這
些監督權早已寫得很清楚。

曾鈺成：無關「6.22公投」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在另一場合指出，報告重申了

中央對「一國兩制」的立場，將對未來的政改討論起着
重要作用，根據基本法特首候選人要由提名委員會提名，
但「有人」卻聲稱「不需要提委會」，故中央需要有系
統表述一次，強調嚴格遵守基本法的重要。
就反對派質疑白皮書是針對「6.22公投」及「七一
遊行」，曾鈺成反駁道：「舉辦活動者當然會說是針
對他們，但按照實情，國務院不會運用7國的文字，
來針對香港某些團體所做的事。」

葉太：助掌握歷史進程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白皮書有助香港市民

掌握「一國兩制」發展的整個歷史的進程，反對派聲
稱白皮書是「恐嚇」並採取激烈行動，只是他們過
分敏感，又認為香港社會近期發生「反對個人遊」、
揮動港英政府的「龍獅旗」等行為，引起了中央的關
注，香港市民有需要反省。

王國興：激進手段抹黑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認為，白皮書詳列回歸以來落
實「一國兩制」的實際情況，反對派以激進手段抹黑
白皮書以至中央，完全是「心中有鬼」，是不希望看
到「一國兩制」及基本法成功落實的表現。

馬逢國：反對派「誤解」？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指
出，白皮書重申了《中英聯合聲明》以至基本法的相
關條文，讓香港人正確理解「一國兩制」，反對派未
看清楚就立即做出激進反對言論和行動，是對白皮書
的誤解，「但不知道這種誤解是有意或無意。」

鍾國斌：一貫偏激作風
自由黨副主席鍾國斌則表示，中央給予地區政府
多少權，就是多少權力，根本不存在任何「剩餘權
力」的問題。反對派表現偏激，是他們的一貫作風。

四叔：讓更多人明白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謝孟謙）國務院

新聞辦公室日前發表香港工作白皮書，闡釋中央對
香港擁有全面的管治權，恒基地產（0012）主席李
兆基昨表示，中央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作詳
細解述，期望香港人清晰了解現況。
人稱「四叔」的李兆基昨日表示，白皮書補充資

料後，可以讓更多人明白基本法的情況，現在香港
情況出現亂象，是因為有人不明白基本法。他強
調，基本法一直講明，做特首需要愛國愛港，現在

依然是這樣。
他笑說：「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香

港白皮書的內容並非新鮮事，一向都存
在，無變更，同以前差不多，大家只是
少返內地而已，內地日日都是講這些事
情。」
被問及1997後香港競爭力是否已減

弱，「四叔」表示，回歸後集團業務
「都係咁做，亦有進展」，中央過去一

直給予香港方便，推動香港經濟發展。他
強調，白皮書的公布對香港投資環境無影響，

沒有影響他對本港的投資信心，而集團對本港的
投資策略亦沒有變更。

和廣北：無損金融運作
中銀香港（2388）副董事長兼總裁和廣北昨
日出席中銀香港股東周年大會時表示，香港人民
幣產品買賣規模甚大，產品多樣，市場成熟，中
央政府會繼續支持本港的人民幣業務，而國務院
發表對港白皮書不會影響本地金融界運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對於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聲稱
不同意白皮書將各級法院法官和
司法人員列為「治港者」之一。
特區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反駁，
基本法說明各級法官和其他司法
人員要宣誓效忠基本法和效忠香
港特別行政區，涉及白皮書中提
到的「治港主體」，這和尊重司
法獨立、法官不視為行政機關一

部分的觀點，並無衝突。
大律師公會昨日在聲明中聲稱，倘將法官或司法

人員視為「治港者」並「肩負政治任務」，擔心會

令人以為香港法院已成為政府的工具，又引用袁國
強當年以公會名義發表的聲明中，提到司法制度不
應視之為「香港管治隊伍的一部分」。
袁國強昨日在回應傳媒提問時指出，大律師公會引

述白皮書指各級法官和司法人員承擔維護國家主權方
面，其重點是「治港者」和「治港主體」。基本法第
四章談及政治體制，就包括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立
法機關、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在基本法的設計下，
司法人員、司法機關以及各級法官都清楚包括在內。

基本法列明司法人員須效忠特區
他續說，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也寫得很清楚，各

級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亦要宣誓效忠基本法和效忠

香港特別行政區。自己當年代表公會所說的，是指
司法人員不應視為行政機關一部分，而白皮書所說
的「治港主體」是較廣義的含義，兩者沒有衝突，
希望各界不要混淆概念。
袁國強並反問，如果香港沒有司法，如何執法？沒

有執法該如何管治一個地方？所以兩者並不衝突。
他又強調，整份白皮書有多處指香港有自己的司

法權和終審權，外界應以正面心態看待整份白皮
書，不應過敏，更不應過分解讀一些字眼，避免以
陰謀論角度詮釋。他希望大律師公會能看清楚整份
文件，說清楚整件事。

曾鈺成：料無法官異議愛國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也指，治港者包括行政、

立法及司法三部分，而法官完全依法辦事，維持司
法獨立，就是愛國的表現，而愛護自己的國家是天
經地義的，相信沒有一位法官會有異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
書，《人民日報》昨日在頭版顯要位置發表社論，強
調「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愛國更是對治
港者主體的基本政治要求，即使遇到發展新形勢，堅
定不移推進「一國兩制」事業，符合國家和民族根本
利益，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
這篇題為《全面準確地貫徹「一國兩制」》的社

論指出，中央政府第一次發表關於香港的白皮書，
是中央對港方針政策的重要宣示。回顧總結「一國
兩制」在香港特區的實踐歷程，全面準確地理解和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有利於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有利於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有利於繼續推動「一國兩制」實踐沿着正確的
軌道向前發展。
社論指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各項事業取得全面進

步的同時，「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遇到了新情況、
新問題。面對發展新形勢，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
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
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香
港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
社論表明，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憲制基礎。在這一制度下，中央擁有對香
港特區的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
力，也包括授權香港特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一
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一國」是「兩制」
的前提和基礎，「兩制」統一於「一國」之內，
「兩種制度」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借鑒，才能和諧
並存，共同發展。

愛國是治港者基本要求
社論並強調，愛國是對治港者的基本政治要求，

也有法律依據，必須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
治港」。只有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政策，才能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才能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人民日報》社論：「一國」是「兩制」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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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國強：「治港主體」與司法獨立無衝突


